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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说明、目录、图表目录

       扶正器是属固井工具，它制造简单，结构美观，牢固耐用，扶正力大，克服了原焊接式扶

正器易发生脱焊的不足，是一种能保证钻井固井质量的扶正器。

       扶正器按照样式可分为两大类，弹性扶正器和刚性扶正器，每种样式还可以细分；按照规

格尺寸可从3 1/2in到20in；按照材质可分为铸钢，铸铝，树脂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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